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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近来天冷到“冻”彻心扉，一
桩超市老板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却给我们
带来了冬日里的温暖。

昨天，新塘派出所的民警专程赶到辖
区内的一家小超市，为超市老板袁锋忠颁
发见义勇为的证书和奖金。

事情还得从去年12月13日说起。当
天上午，来自安徽的张奶奶带着2岁的孙
子在新塘街道涝湖村一条河边散步，刚巧
碰到一位熟稔的奶奶也带着孙子路过。于
是，两位奶奶拉起家常，两个小孩在一旁玩
耍。突然“噗通”一声，正在聊天的张奶奶
回头一看，顿时六神无主，原来2岁的孙子
不慎从河边护栏一处小缺口滑了下去。

孩子当时头朝下落在一片水草上，慌
乱挣扎下，整个人被水草缠住，渐渐往下
沉。这可把两个老人急坏了，因为上了岁
数无力救援，只好大声呼救。

此时，附近一家小超市的老板袁锋忠
正在店里收钱，听到外面的呼救声，扔下手
头的生意就冲了去，边跑边脱衣服。到了
岸边，看到孩子在水里挣扎，他二话不说跳
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孩子落水的地方不
远处就是一个闸口，附近水流湍急，袁锋忠
努力稳住身体，再游到孩子身边，拨开水草
将孩子托起，最后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成
功将孩子救上岸。

“救了人，心里是暖的。”袁锋忠回到岸
上，人都快冻僵了，声音打颤。因救援及
时，孩子只是呛了水，有些受凉，身体并无
大碍。

张奶奶的儿子儿媳做家禽生意，事后
一家人特意拎了两只鸡上门表示感谢，被
袁师傅婉拒：“我是党员，救人是应该的。”

今年36岁的袁锋忠是绍兴诸暨人，曾

经是一名消防战士，在服役的时候就参加
过多次救援任务。如今退伍不褪色，在危
急时刻，他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面对冰冷刺骨的河水，袁锋忠奋不顾身，没
有一丝犹豫跳入河中，挽救即将消逝的小
生命，保全了一个家庭的幸福。这样的好
党员值得我们大家点赞!

文/图 记者 郭立宏

华立飞，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民警，
虽然到这里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却已是一名有着7年执法经验的老民
警了。2011年就走上岗位的他，迄今
为止已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和
优秀公务员数次。正是多年经验和一
次次磨炼，为他快速适应新的岗位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并连破数起大案。

去年四月的一天，钱江世纪城派
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称，过去半年
里他在辖区内某赌场赌博输掉了
10多万元。

由于涉案金额重大，案情严重，引
起了派出所领导高度重视，作为当时
刚到所里的华立飞知道该案后，主动
请缨，第一时间受理了案件。

华立飞说，到新单位后对辖区情
况不熟悉，而通过实际案件是能尽快
掌握辖区情况的有效途径。为了破获
该案，华立飞多次走访调查，最终确定
了相关嫌疑人开设的赌场分布情况。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华立飞发现，这起
案件涉及范围很广，他掌握的线索显
示，牵涉到多个辖区的数十名犯罪嫌
疑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守株待兔是最
好的办法。”华立飞权衡利弊，决定暂
时按兵不动，待全面了解情况后再实
施行动。随后，他在嫌疑人可能开设
赌场的地点连续蹲点把守了一个月，
基本掌握了这批嫌疑人的行踪和犯罪
证据。2018年6月的一个早上，钱江
世纪城派出所会同其他多个派出所，
将这些嫌疑人一网打尽。

初到钱江世纪城派出所，面对警
力缺少，办案人手不足的困难，华立飞
一人多用，经常利用下班时间来整理
白天来不及梳理的案情要点。除了日
常执法办案，华立飞还兼任着所里的

法制员。
钱江世纪城楼宇经济发达，但也

催生了经济犯罪的新形式，并呈现出
多发易发趋势。为此，华立飞在日常
办案中时刻注意辖区的楼宇经营、住
宅区的情况，通过日常上门走访、实地
排查等方式，对辖区内投资理财、非融
资性担保、投资中介等公司进行排摸，
及时掌握了辖区内楼宇公司的发展情
况，为所里提高执法质量，建立把关机
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华立飞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警
察这一职业，就是因为热爱，他最大的
希望就是通过不懈努力保一方平安，
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法

本报讯 随着三改一拆的推进，某村
村民陆续拿到了拆迁款，谢某一家却高兴
不起来，老母亲还住进了医院。

原来，去年3月，郑某向陈某借款50
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谢某为郑某当担保
人。到了去年6月，郑某无法按时支付利
息，陈某便按照协议约定要求收回所有本
金及利息，因催讨无果，起诉郑某和谢某。

区法院判决郑某返还陈某本金及由此
产生的利息，谢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某

不服判决，上诉至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郑某与谢某并未自觉履

行，陈某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
法官发现，郑某还有其他执行案子，其名下
房产已另案进入拍卖程序；而谢某所在村
正在拆迁，谢某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不日
将领取拆迁款。

于是，法官多次前往街道办事处跟进
拆迁款发放事宜。几天之后，消息传来，谢
某的拆迁款已经发放到谢某名下银行账
户，但法官发现账户内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经查，拆迁款打入了谢某母亲名下的

账户，且并未取走。原来，谢某担心这笔钱
会被法院冻结、扣划，便打入母亲的银行账
户。法官马上冻结了在案件标的限额范围
内的房屋拆迁赔偿款。

当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谢某钱款已被冻
结时，谢某气得直跳脚，谢母得知消息生病
住进了医院。谢某一改往日不配合的态
度，拉上郑某主动到法院执行局协商。

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三方协商达成
一致：经谢某户内所有成员同意，由法院从
拆迁赔偿款中扣划案款。本案执行完毕
后，谢某可向郑某追偿。

■首席记者 周颖

本报讯 近日，钱江世纪城派出
所民警在巡逻至飞虹路金鸡路路口时
发现，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身上一丝
不挂走在路上。

民警立即上前询问，男孩却没有
反应。民警随后发现，对方似乎是个
聋哑人，见他冻得发抖，便马上将其带
上警车了解情况。男孩一开始很抗
拒，后来发现民警没有恶意，就尝试用
肢体语言来回答，但是一直表达不清
楚。民警决定带男孩回派出所调查。

通过查看监控录像，民警看到男
孩从距离飞虹路金鸡路路口两公里左
右的一个小区走出来，然后自己在路
上脱掉了全部衣服，漫无目的地走在
路上。

民警朱华锋的车上刚好有新买的
棉袄，他拿出来给男孩穿上，又把他带
到所里最暖和的房间。一位同事则自
掏腰包去超市买来保暖内衣和棉拖
鞋，一并给男孩穿上。随后，民警通过
途径终于查出了男孩的身份及其家属
的电话号码。不到一个小时，一名50
多岁的男子匆忙赶到，他正是男孩的
父亲。

原来，男孩父亲俞先生（化姓）最
近从温州带儿子来杭州看病，借住在
亲戚家里。事发当晚7点多，俞先生
因为有事出门，没想到儿子独自跑了
出去。当天晚上8点多，正在街头寻
找儿子的俞先生看到朋友转发的信
息，赶紧到派出所认领。

看到儿子后，俞先生心口的大石
头落了下来，连声感谢民警。

2岁男童落水 超市老板奋勇救人

袁锋忠（右一）获见义勇为称号

昨日，萧山旗袍会会员代表看望身患重疾的吴葆晨，为她鼓劲并赠送了慰问金。 记者 丁毅 摄

关爱关爱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咨询公共住房租赁问题

网友“微信用户”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
询问，我2018年6月本科毕业，之前未关
注9月份的公共租赁住房，现在还能申请
吗？等下次申请的时候还能以应届毕业生
的身份申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本科应届
毕业的租房补助政策？

区城乡一体办回复：2018年度萧山区

公租房申请已于 9 月 12 日—21 日受理申
请，2018年度公租房补贴已于12月18日—
29日受理申请，时间超过无法申请。请网
友关注萧山日报和萧山区政府官网的公告
公示栏，如有新申请会通过上述两个途径
发布申请通告。

咨询义桥民丰村附近
到滨江的公共交通

网友“海英HDU”向萧山网络问政平
台询问，义桥民丰村附近到滨江的公共交
通什么时候可以改善，什么时候可以通地
铁？什么时候可以新增公交线路到滨
江？周边是否有配套综合体的规划？

萧山地铁公司回复：关于义桥镇民丰
村附近到滨江公共交通的问题，在杭州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相关成果内容

中，包含有地铁4号线南延段的线路到达
义桥镇民丰村区域附近，待未来其建设规
划获国家发改委审批后可建设实施。

货币安置买房补贴相关咨询

网友“zx32195418”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询问，货币安置买房补贴是针对购买
新房还是二手房？

区城乡一体办回复：根据《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杭州市萧山区
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货币化安置实
施办法的通知》（萧政办发〔2015〕176 号）
文件精神，“被补偿人在领取货币化安置款
之日起12个月内在本区内购买商品住房
的，凭购房纳税凭证，由补偿人给予购房款
2%的奖励，但购房款超过货币化安置款部
分不享受奖励”。

为人担保拆迁款被冻结 气得老母亲住院

文/图 记者 项亚琼

长期以来,渣土运输管理一直是
城市管理的重要工作。抛撒滴漏、超
载超速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城市
秩序，污染城市环境，威胁市民生命安
全。自2015年1月我区成立工程车
辆管理办公室以来，作为区城管局机
动中队的指导员，戴林汉与同事们从
工程渣土源头、运输、消纳及监管等环
节着手，筑起渣土管理“防火墙”。

渣土管理事项众多，不仅涉及单
位多，涉及的法律也颇为繁杂。为力
求管理中的公平与公正，戴林汉对工
程车辆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加强教
育培训，要求公正执法，同时加强渣土
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让他们了解工
程渣土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紧跟政
策动态。通过一系列治源头举措，使
严管控成常态。

近年来，区城管局深入开展工程
渣土专项整治行动，无论是白天还是
夜晚，工地、消纳场、城市道路上都留
下了戴林汉的足迹。对整治中发现的
问题，他违法必究，从不马虎。今年4
月，为了不耽误运输企业和消纳场地
的办证工作，本该享受陪产假的他放
弃了15天假期，孩子出生的第二天便
出现在单位。

为更好地落实“最多跑一次”改
革，日常工作中，戴林汉深入宣传工程
渣土类“两审批一备案”办理流程、材

料明细及相关注意事项。在他和同事
们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9月，区城
管局推出了工程渣土类审批备案事项
全程网上办理服务及远程验车服务，
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他
还时常督促建筑施工单位、运输单位、
消纳场地单位办理《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证》《工程渣土准运证》《工程渣土消
纳地备案证》，确保渣土从产生到处置
一系列流程中，均符合相关要求。

2018 年，萧山渣土管理成效明
显，区工程车辆管理办公室共办理《消
纳场地备案证明》48本，《工程渣土准
运证》14354本，《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证》351本。

闪光民警

城管先锋

华立飞：经济犯罪的“克星”

戴林汉：筑好渣土管理“防火墙”

男孩街头裸奔 民警送他回家


